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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廣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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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買家

在搜尋後的第一頁就選定商品下單



掌握搜尋結果第一頁

就是贏在起跑點



大衣

關鍵字廣告就是
當買家使用您購買的關鍵字進行搜尋時，

您的廣告商品就會同步曝光在搜尋結果頁
最佳的排序位置。



廣告廣告

(例如)
大衣
外套
羽絨外套
羽絨大衣

你可以為你的廣告商品
設定多組相關的關鍵字。



廣告廣告

廣告曝光 Free
有點擊才付費

為維持較好的用戶搜尋體驗，2021/3/11起，針對廣告品質分數較低的廣告，將新增瀏覽費用。



廣告優勢

走期預算
彈性安排

雙屏曝光
導流加倍

自行設定廣告走
期與預算，輕鬆
管理廣告投放。

手機版與電腦版
同步曝光，行動
族群不漏接。

選擇廣告機器人
代操，幫您自動
設定並隨時優化
廣告。

獨享
懶人操作模式

鎖定特定對象
加強曝光

針對特定對象加
強廣告曝光，潛
在顧客源源不絕！



曝光位置
 電腦版-搜尋結果頁

電腦版-搜尋結果頁、分類列表頁排列方式相同。
【曝光位置】：第1列起連續展示5品，後續每隔2-3品穿插1品展
示。

 電腦版-分類列表頁



 手機版-搜尋結果頁、分類列表頁

手機版-搜尋結果頁、分類列表頁排列方式相同。
【曝光位置】：第1列起連續展示2品，後續每隔
2-3品穿插1品展示。

曝光位置



開始建立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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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步驟，輕鬆使用露天關鍵字廣告！

選擇你的廣告商品，
進行廣告設定。

廣告設定
定期評估你的廣告
成果，露天提供廣
告表現數據，它們
是協助你達成業務
目標的好幫手。

查看表現
查看你的交易明細
(小提醒：露天只會
在廣告被點擊時收
取廣告費用。)

交易明細
購買關鍵字廣告額
度至你的帳戶，以
確保有足夠的額度
進行廣告。

購買



挑選商品 設定預算走期 挑選關鍵字 設定出價 優化成效廣告播放增加受眾

自行操作
如果您是曾經使用過、已較熟悉關鍵字廣告，或是您只想要針對特定關鍵字做廣告投放，
你可以自行設定廣告，並為關鍵字設定比對模式。

如果你不太確定怎麼設定或是希望用最快速簡便的方式操作廣告，可啟用廣告機器人自動投放
廣告，機器人會根據你的廣告商品選擇相關度較高的關鍵字來投放。

挑選商品 設定預算&走期 挑選關鍵字 設定出價 廣告播放 優化成效

這些交由廣告機器人搞定！

廣告機器人
代操



關鍵字廣告入口 從以下幾個主要入口，前往設定【關鍵字廣告】

 進入廣告中心展開廣告選單-點選「關鑑字廣告」

 商品管理頁  商品頁(賣家本人)  上架/修改完成頁

 我的拍賣頁-廣告中心



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使用
廣告機器人

自行操作

請依照您的操作方式，
點選下列選項，進入操作說明。



開始自行設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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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關鍵字廣告」，
開始進行設定。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這裡是「廣告商品列表」，您
所設定過的關鍵字廣告商品皆
會顯示在這裡！



挑選您欲推廣的商品
使用搜尋欄位，讓你快速
找到想要推廣的商品！

a

b 確認商品後點擊「選擇
商品」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已設定過關鍵字廣告的商品，頁
面會直接引導至該商品的關鍵字
管理頁。

a

b



為您的廣告設定預算
請輸入你願意支付的廣告花費，
當花費達到你的預算門檻，廣
告即會停止播放；或是你可選
擇「不限預算」，持續讓廣告
有足夠的曝光。

為您的廣告設定走期
你可自行輸入走期，當達到最
後一日，廣告即停止播放，或
是你可選擇「不限期間」，讓
廣告持續維持曝光。

b

a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c 選擇「我要自己設定關鍵字」

a

b

c



關鍵字
這是影響你的廣告表現的重要因素。
請設定跟您商品有高度相關的關鍵
字，這代表你的廣告商品越能符合
買家所需。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a 點選「新增關鍵字」，來新增
關鍵字。

小秘訣：
系統會根據你的商品，推薦你關鍵字和
建議出價，可從中快速篩選，節省時間。

b 如果有您覺得不適合的關鍵字，
可點選「刪除」

a

b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按下操作鍵 ，才算新增完成。+

使用搜尋欄位，輸入想要新增
的關鍵字，並按下「搜尋」。

a

b

小秘訣：
設定關鍵字時，除了挑選與商品相關的
字詞外，您可以參考：

1. 每月搜尋量：該關鍵字在過去30天
被搜尋的次數

2. 建議出價：你可參考建議出價，這是
指當廣告被播出時，可在搜尋結果獲得
較好的位置。

b

a



關鍵字比對方式
「完全比對」－當買家搜尋關鍵字
完全相符時，才會出現您的廣告。
※每次點擊出價最低為$1.2

「廣泛比對」－買家搜尋字詞與您
所設定的關鍵字部分相符時，就會
出現您的廣告。
※每次點擊出價最低為$1.4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小秘訣：
如果短期內想獲得大量曝光，建議可
使用「廣泛比對」，增加被買家搜尋
到的可能性。
看「比對方式」範例說明



您可設定每一個關鍵字的比對方
式，系統預設為「廣泛比對」。

當你在新增關鍵字時，點選
「切換」，即可一次變更所有
關鍵字的比對方式。

a

b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您也可單獨調整每個關鍵字的
比對方式。

在已新增的關鍵字清單裡，勾
選關鍵字後，可批次切換關鍵
字的比對方式，確認後點選
「套用」。

c

a

c

b



點選編輯鍵 ，可設定該關鍵字的
每次點擊出價，建議您使用系統建議
出價，讓商品獲得較佳的排名，完成
後按「確定修改」。

小秘訣：
影響廣告排名的兩大要素：廣告整體品質
分數以及單次點擊價格，選擇關聯度高的
關鍵字以及具競爭力的價格，較可能連帶
提升廣告的排名！
前往「廣告排名」說明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每次點擊出價
這是代表您願意為每次廣告點擊支
付的最高金額，出價越高，廣告排
名越前面。



啟用自動關聯功能
系統會根據買家搜尋字詞比對你的
廣告商品是否具高關聯度，當關聯
度較高時，即使搜尋字詞非廣告設
定的關鍵字，此功能也可以讓你的
廣告有機會被展示。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範例1：
如設定的關鍵字只有「無線充電板」(完
全比對)，但買家搜尋「手機充電盤」，
系統比對後認為具高關聯度，則自動關聯
功能將有機會展示你的廣告。

範例2：
如廣告設定的關鍵字只有「行車“紀”錄
器」(完全比對)，但買家搜尋「行車“記”
錄器」，系統比對後認為具高關聯度，則
自動關聯功能將有機會展示你的廣告。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a

如啟用自動關聯功能
可點選編輯鍵 ，設定自動關聯的出
價，建議您使用系統建議出價，讓商
品獲得較佳的曝光機會，完成後按
「確定修改」。

小秘訣：
啟用自動關聯功能，可避免關鍵字未
設定或設定不足而錯失曝光機會的情
況。



設定「廣告受眾」
你可以透過加權出價，將廣告加強曝光
給特定對象，也就是對你商品具有較高
購買意願的人。當這些人搜尋你購買的
關鍵字時，你的廣告可曝光在更優的位
置，獲得較好的瀏覽量。

什麼是「加權%」？
指的是你願意針對你原本的關鍵字出價，
再增加多少百分比，來加強曝光給你想
要的廣告受眾。
也就是你可以用更有競爭力的出價，獲
得更好的廣告排名。

加權%越高，你的商品越容易被該受眾
看見。

a

a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最高點擊出價
系統會依你目前設定關鍵字的最高出價，為你
估算加權後的金額。

計算方式：
最高點擊出價＝關鍵字點擊出價上限ｘ(1+加權%)

範例：
假設小露露設定某商品3個關鍵字A/B/C，
關鍵字的出價金額分別為3元/5元/10元，
又再設定加權50%，則關鍵字A/B/C的最高出價分別
為4.5元/7.5元/15元。
則系統會抓取最高點擊出價金額15元顯示。

b

c 將你要加強曝光的受眾類型點
選啟用，並輸入加權%。

b

c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受眾類型說明

受眾類型-既有顧客回流

a 曾瀏覽過賣場的客戶：
這是指近期曾瀏覽過您賣場商品訪
客，當你設定加權％，廣告越容易
被這些人看見。

曾加入購物車或曾跟你買過商品的客
戶：
這是指近期曾將你賣場商品加入追蹤、
加入購物車或曾跟你買過商品的訪客，
這些人對你的商品具有較高的購買意
願，你可以設定加權％，來增加成交
機會。

b

小秘訣：
你可以針對想加強曝光的受眾，提供賣場或商品
的優惠活動，將優惠訊息置入在商品圖片及商品
說明裡，更容易喚起認識或信任你品牌的買家。

a

b

*目前僅提供自行操作的模式
可設定廣告受眾。



受眾類型-潛力客戶挖掘

a 正在找與您賣場相似商品的訪客：
系統會依據你的賣場屬性與商品類
型，挑選曾瀏覽過類似商品的訪客，
當你設定加權％，廣告越容易被這
些人看見。

想購買您賣場相似商品的訪客：
系統會依據你的賣場屬性與商品類型，
挑選曾加入追蹤、加入購物車或曾買
過類似商品的訪客，為你挖掘更多精
準潛力客戶。

b a

b

受眾類型說明

小秘訣：
開啟所有的受眾類型，可大幅提升你的廣告曝光
度！



受眾類型-自定義人群

a 你可以彈性設定性別、年齡、興趣
偏好等受眾特性，來建立一個更大
的受眾名單，為賣場拓展新客源！

b 點選「我要定義受眾」，建立廣告
受眾。

a

b

受眾類型說明



小秘訣：
您可選擇與商品較相關的興趣偏好，有效觸及對你商品
較有興趣的買家。

a 選擇受眾的性別，或也可選擇不限
制。

b 選擇受眾的年齡區間，或也可選擇
不限制。

c 選擇受眾的興趣偏好，最多可選擇
5個類別，或也可選擇不限制。

d 為你定義的受眾設定加權%。

a

b

c

d

如性別、年齡、興趣偏好皆設定不
限制，將無法精準觸及目標對象。

e 按下確定，即建立完成。

e

受眾類型說明



最後點選「確認送出」
恭喜你！
已成功設定關鍵字廣告了！

自行設定我的關鍵字廣告



管理自訂的關鍵字廣告

這裡是「廣告商品列表」，您
所購買過的關鍵字廣告皆會顯
示在這裡！

a

b 點選「管理」可以看該檔廣告
細節以及調整廣告內容。

操作欄位顯示「管理」，代表
該廣告是您自行設定的；
如顯示「查看」，代表該廣告
正在使用代操機器人。

a

b



管理自訂的關鍵字廣告

點選狀態選單可調整廣告狀態。a

點選 可調整該檔廣告預算。b

c 點選 可調整該檔廣告走期。

小提醒：
如您暫停廣告，別忘記可隨時恢復廣告播
放喔。

在廣告商品的「關鍵字管理」頁面，
您可檢視這一檔廣告的成果並進行
調整。

d 此操作欄位可立即使用或停止廣
告代操服務。

a b c d



管理自訂的關鍵字廣告

如果你想要再添加關鍵字，
請點選「新增關鍵字」。

e

移到狀態選單，你可以取消
/啟用該關鍵字。

f

g 點選編輯鍵 可調整每次
點擊出價。

在比對方式欄位，你可以調
整關鍵字的比對方式。

h

f g
h

e



管理自訂的關鍵字廣告

a

b

c

點選不同頁籤，查看加權受眾
的設定內容。

當受眾狀態已啟用時，可點選
編輯鍵 ，修改加權%。

當你啟用並設定加權%，廣告
將會在該受眾加強曝光。

在廣告商品的「關鍵字管理」頁面
「加權受眾」區塊，您可以隨時調
整是否要針對特定對象加強曝光。

a

b c



如何將正在進行中的廣告，快速完成受眾設定?

小秘訣：
你可以一鍵勾選未設定加權的廣告
(如圖 所示)，將廣告批次新增加權受眾。

在廣告商品列表頁，你可以選擇
多個商品，使用「批次新增加權
受眾」，更快速地設定。

使用「加權設定狀態」篩選，
查詢廣告是否已設定加權受眾。

a

b 勾選多個未使用加權受眾的廣
告，點選「批次新增加權受
眾」，就不用逐筆設定，省時
又方便。

b

a



如何使用廣告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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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幫你設定關鍵字
不需研究字詞、不必逐筆設定，直接投放成
效可能較好的關鍵字。

自動優化廣告排名
自動分析並優化你的廣告排名，
有效提高曝光度。多商品一次投放

廣告機器人能幫您一次
代操多個商品，不用逐
筆設定，省時又方便。

有了廣告機器人，就可以…



→這裡是「廣告商品列表」，您所設定過
的關鍵字廣告商品皆會顯示在這裡！
點選「新增關鍵字廣告」開始進行設定。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

→在「廣告機器人列表」，可一覽您所建
立的代操群組！
點選「新增廣告代操」開始進行設定。

在「廣告商品列表」和「廣告機器人列表」，皆可設定廣告機器人代操。



勾選欲使用廣告機器人代
操的商品。
您可選擇單一商品，也可一
次勾選多個商品。

a

b 選完商品後，請點選「加
入代操服務」。

每個代操服務最多可加入50
個商品。

小祕訣：
當你想更快速的投放商品時，可一次
勾選多個商品加入代操服務，不用逐
筆設定，節省設定時間。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

a

b



為你的代操服務設定預算
當此代操服務的總花費達到
你設定的預算金額，廣告即
停止播放。

為你的代操服務設定走期
當此代操服務的走期已達你
設定的結束日期，廣告即停
止播放。

b

a

小提醒：
為使代操服務能發揮最大效益，請
您確保帳戶內有足夠的額度唷！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服務

a

b

c

選點交給機器人代操c



選擇此代操服務的廣告目標

廣告目標

獲得更多流量：代表您希望爭
取較多的曝光數。

獲取更多訂單轉換：代表您希
望爭取較多的訂單轉換。

*目前僅提供「獲得更多流量」
的廣告目標。

a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服務

a



設定關鍵字平均出價上限
1. 建議平均出價上限
代表加總後平均實際每次點擊費
用將不會高於此出價上限，系統
會視每日的競價程度，每日更新
此出價上限。

2. 不限
代表您願意交給機器人把關，由
機器人以最適合的價格來出價。

3. 自訂出價上限
代表加總後平均實際每次點擊費
用將不會高於你設定的平均出價
上限。

b

小祕訣：
您可以使用「建議平均出價上限」，使
廣告曝光在較前面的位置，如果你想控
制預算，可以使用「自訂出價上限」。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服務

1
2

3

b



點選「確認送出」，即可開始享用「廣告機器人」的服務！

使用「廣告機器人」代操服務

設定完成後，代操狀態將顯示
「學習中」，代表機器人正在
最佳化你的廣告投放方式，最
快15分鐘內就會完成，還請您
耐心等候喔！



點選「查看」，可一覽這個廣
告商品每個關鍵字的表現狀況。

在「廣告商品列表」，會顯示您所
有購買過的關鍵字廣告！

如果商品正在使用廣告機器人
服務，會顯示所屬的代操服務
名稱。

b

a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a

b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利用狀態篩選，快速找到想查
看的廣告。

c

b

小提醒：
廣告商品由機器人代操時，無法自行
新增/刪除投放的關鍵字，但您可隨時
查看代操的成效。

如果您想新增代操服務，可點
選「新增廣告代操」，開始進
行設定。

點選「管理」，可以一覽代操
廣告的成效。

d

b

d

c

a 點選「廣告機器人列表」，
您可一覽已建立的代操服務！

a



a

點選選單可調整代操狀態。b

點選 可編輯代操名稱。

d

c

e

點選 可調整代操預算。

f 點選 可調整代操服務的
廣告目標。

點選 可調整代操走期。

點選 可調整代操服務的
平均出價上限。

這裡是代操群組的「廣告商品列
表」，群組內的代操商品皆會顯示
在這裡！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a b c e fd



如你想要在這個代操服務中
增加商品，請點選「新增代
操商品」。

h

這裡是代操群組的「廣告商品列
表」，群組內的代操商品皆會顯示
在這裡！

g

點選「查看」，可一覽這個
廣告商品每個關鍵字的代操
成效。

i 如欲將該廣告商品改為自行
操作，可點選「移出群組」，
商品移出後，代操成效仍會
保留在此。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g

h

i



如廣告商品正在使用代操機器
人服務，則會顯示「機器人代
操中」。

a

當你的商品正在進行機器人代
操時，這裡顯示的預算和走期
皆會顯示不限。(廣告預算和走
期請依所屬的代操群組為準。)

b

c 顯示所屬的代操群組。

在廣告商品的管理頁面，可一覽每
個關鍵字的表現數據。

d 如點選「取消代操」，即可自
行操作廣告。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a c db



不同的剩餘額度級別，將有不
一樣的代操群組播出數上限。

當剩餘額度達特定範圍，而您進行中的
代操群組數量超過該播出數量上限時，
相關頁面將顯示提醒訊息。

您可對應下表代操群組播出數上限

a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關鍵字廣告
剩餘額度

代操群組
播出數上限

$10,000以上 200個

$5,000~$9,999 100個

$1,000~$4,999 50個

$1~$999 5個

$0 0個

此僅影響代操群組的播出數量，並不影響您新增代操群組。

這裡是您的廣告機器人列表頁

a



當您的廣告機器人列表頁代操服務受到
播出限制時，如欲播出更多的代操群組，
請先儲值至指定的額度區間內，或是關
閉其他「啟動中」的代操群組。

建議您可以先留意每個代操群組裡是否
都有廣告商品數。

a

管理我的廣告機器人

舉例：當下剩餘額度為$3,000，啟動中的代
操群組30個

★您仍可新增代操群組，但系統僅為您播出
最多50個代操群組(此依您新增的順序陸續啟
用)。儲值額度至$10,000以上時，即可播出
最多200個代操群組。

★若您的剩餘額度幾天後落到$1~$999區間
時，當下啟動中的代操群組還是會正常播出，
但您再次新增的代操群組將會受到播出限制，
建議您前往儲值至指定的額度區間享用更多
代操服務。

a



四大步驟，輕鬆使用露天關鍵字廣告操作！

選擇你的廣告商品，
進行廣告與關鍵字
設定。

查看你的交易明細
(小提醒：露天只會
在廣告被點擊時收
取廣告費用。)

購買關鍵字廣告額
度至你的帳戶，以
確保有足夠的額度
進行廣告曝光。

廣告設定
定期評估你的廣告
成果，露天提供報
表功能，它們是協
助你達成業務目標
的好幫手。

查看表現 交易明細 購買

返回目錄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a 依照廣告播放狀態，查看廣
告表現

b 使用日期選單，查看特定期
間的廣告表現
自訂日期或歷史查詢能夠讓您檢視最
近180天的數據，單次查詢區間最長
為1個月，建議賣家定期下載保存。

在「廣告商品列表」，可一覽每個
關鍵字廣告商品的表現！

c

點選「查看/管理」，瀏覽
關鍵字的成效。

使用搜尋欄位，快速找到特
定商品

d 利用匯出資料功能，協助你
對廣告做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e

c dba

e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在「廣告商品列表」，當廣告出現
品質分數偏低的訊息，代表您設定
的某些關鍵字關聯程度或點擊率偏
低，建議您立即進行查看並調整！

*目前僅自行設定的廣告會出現此提
示訊息，使用代操的廣告商品不會
顯示。

品質分數偏低

1200 $5.4



手動設定
自行手動設定的廣告關鍵字成
效會顯示在此列表。

a

自動關聯
啟用自動關聯功能曝光你的廣
告之買家搜尋字，該字詞成效
會顯示在此列表。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b

你可以觀察自動關聯的關鍵字成效，將
成效較好的字手動新增成為你的廣告關
鍵字。代表你將買家較慣用的搜尋字變
成你的廣告關鍵字了。
什麼是「自動關聯」功能？(見P.26說明)

在廣告商品的「關鍵字管理」頁面，
可以一覽每個關鍵字的表現狀況，
這裡的廣告商品關鍵字列表區分為
兩種成效：

a b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a

b

依照關鍵字的設定模式，篩
選關鍵字的廣告表現

使用時間選單，查看關鍵字
在特定期間的表現

c 利用搜尋欄位，找到特定關
鍵字的表現

d 點擊匯出資料功能，協助你
對廣告做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小秘訣：
如果你想找出最大瀏覽數的廣告商品，可點擊
欄位中的瀏覽數來進行排序，其他欄位同理。

c da b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當你設定的關鍵字出現「品質分數
偏」訊息，代表此關鍵字關聯程度
或點擊率偏低，您的廣告將被加收
瀏覽費用。

什麼是瀏覽費用
當日超過100次有效曝光，且關鍵字的點
擊率(CTR)低於0.3%時，將加收此費用。

*一段時間內同一用戶的重複曝光紀錄，
系統將不計瀏覽費。

*目前僅對自行設定的廣告酌收。 品質分數偏低

1200 $5.4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瀏覽費用酌收方式

範例一：某廣告關鍵字當日有效瀏覽數為500，點擊
數為0，則點擊率為0%，則當日的瀏覽費用為
500x$0.015=$7.5

範例二：某廣告關鍵字當日有效瀏覽數為1,800，點
擊數為5，則點擊率為0.27%，則當日的瀏覽費用為
1,800x$0.006=$10.8

範例三：某廣告使用代操模式，當日某關鍵字有效
瀏覽數為1800，點擊數為5，則點擊率為0.27%，並
不會產生瀏覽費用。

露天拍賣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條款的權利，修改後的服務條款將公佈在本網站上，不另外個別通知。

品質分數偏低

1200 $5.4

當日超過100次
有效瀏覽後

每次有效
瀏覽費用

點擊率＝0% $0.015

0%＜點擊率 ≤ 0.1% $0.01

0.1% <點擊率≤ 0.2% $0.008

0.2% <點擊率≤ 0.3% $0.006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您可嘗試以下方法，維持較好的廣
告品質分數，避免增加廣告瀏覽費
用：

 強化商品競爭力
1. 商品標題簡潔易讀，不濫用無關字詞
2. 商品圖畫質清晰，首圖可搭配簡短優惠訊息，

但文案不超過圖片的1/3
3. 商品上架在正確的類別

 提升廣告點擊率
1. 廣告設定與商品關聯度較高的關鍵字
2. 搜尋意圖明確的字詞或詞組，建議改成完全比

對方式
3. 嘗試設定加權受眾，加強曝光給對你商品有較

高興趣的買家
4. 搭上節慶順風車，在流量高峰時期，運用熱門

關鍵字增加曝光並適時調整出價
5. 如果您的預算有限，可停止使用瀏覽數和點擊

率較低的關鍵字。

更完整的優化教學請點我

品質分數偏低

1200 $5.4

https://pub.ruten.com.tw/kwad_home/case4.html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小秘訣：
1.設定廣告後，定期觀察是很重要的步
驟，建議您至少每天檢視一次廣告成效。
如果廣告成效不符合您的預期，您可以
適時優化廣告並更頻繁的檢視成效。

2.點擊率是衡量廣告成效是否良好的重
要指標，通常較高點擊率的關鍵字會讓
商品有更好的廣告品質分數和廣告排序，
進而讓商品有更佳的曝光度。

品質分數偏低

1200 $5.4



查看我的廣告表現

瀏 覽 數：代表你的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頁，曝光給用戶的次數。
點 擊 數：指有多少人點擊您的廣告。(系統會排除同一用戶在固定時間內的重複點擊。)
點擊費用：這是指廣告被點擊的花費總和。
瀏覽費用：這是指廣告瀏覽費用總和，當日有效曝光100次後，關鍵字的點擊率(CTR)低於0.3%時，將加收此費用。
點 擊 率：代表曝光期間，有多少人點擊您的廣告的比例。(例如：100次曝光、被點擊1次，點擊率即為1%)。
平均排名：在廣告期間，你的廣告與其他廣告相較之下的平均排名。當排名越高，展示位置則越前面。
訂 單 數：當用戶點擊廣告後，７天內所產生的訂單數加總。
銷 售 數：當用戶點擊廣告後，７天內所產生的訂單商品數加總。
銷售金額：當用戶點擊廣告後，７天內所產生的訂單金額加總。

相關數據說明：



四大步驟，輕鬆使用露天關鍵字廣告操作！

選擇你的廣告商品，
進行廣告與關鍵字
設定。

定期評估你的廣告
成果，露天提供報
表功能，它們是協
助你達成業務目標
的好幫手。

購買關鍵字廣告額
度至你的帳戶，以
確保有足夠的額度
進行廣告。

廣告設定 查看表現
查看你的交易明細
(小提醒：露天只會
在廣告被點擊時收
取廣告費用。)

交易明細 購買

返回目錄



查看我的交易明細

點選「交易明細」，你可以查
看已購買的廣告額度與使用紀
錄！

a 這裡會顯示您目前為止所剩餘
的廣告額度。額度不足時，系
統將會發信提醒您盡快購買廣
告額度，以避免影響您的廣告
播放。

b 點選「購買紀錄」或「使用紀
錄」查看你的交易明細與使用
狀況。

c 使用日期選單，可快速查詢特
定期間的紀錄。

a b

c



四大步驟，輕鬆使用露天關鍵字廣告操作！

選擇你的廣告商品，
進行廣告與關鍵字
設定。

定期評估你的廣告
成果，露天提供報
表功能，它們是協
助你達成業務目標
的好幫手。

查看你的交易明細
(小提醒：露天只會
在廣告被點擊時收
取廣告費用。)

廣告設定 查看表現 交易明細
購買關鍵字廣告額
度至你的帳戶，以
確保有足夠的額度
進行廣告。

購買

返回目錄



購買廣告額度

a 這裡會顯示您剩餘的廣告額度，如欲購買請點選「購買廣告額度」

b 選擇您要購買的額度，點選「下一步」進行購買

露天關鍵字廣告需使用「廣告額度」才能順利進行，你可直接在廣告頁面購買廣告額度。

a

b



購買廣告額度

確認你的結帳金額，並選擇繳費方式。



購買廣告額度

確認你的繳費資訊後，請點選「確定送出」。



購買廣告額度

結帳後即完成購買嘍！你可以到關鍵字廣告「交易明細」或「計費中心-繳費紀錄列表」查詢
購買紀錄，並確認廣告剩餘額度。

計費中心-繳費紀錄列表

關鍵字廣告「交易明細」



購買廣告額度

點選按鈕啟用自動續購功能

你可以設定廣告額度「自動續
購」功能，確保你的廣告能夠
順利且不間斷的投放。

a 點選「自動續購設定」入口

b

c 當廣告額度少於最低額度(可
自行設定)時，會自動儲值你
所選定的儲值金額

a

b

c

d

設定完成後，點選立即開通d

啟用自動續購，需先開通「信用卡自動
扣款」功能，如果您未開通，系統將會
隨後將您導向開通頁面。 自動續購功能提供儲值金額之3%回饋，露天拍賣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條款的權利



恭喜你完成了關鍵字廣告操作

對關鍵字廣告還有其他疑問麼？
來看看常見的問與答！



常見問與答

返回目錄



常見問與答

1. 一個廣告商品可以設定幾個關鍵字呢?
最多可以設定50個關鍵字。

2. 當關鍵字廣告進行中時，我可以再調整廣告內容嗎?
可以的！廣告進行期間，你可以調整你的總預算、每次點擊出價、新增或刪除關鍵字，
也可隨時暫停或是延長廣告時間，但您無法修改廣告開始時間。

3. 如何在計畫時間內，有效操作關鍵字廣告呢?
建議您選擇與商品較相關的關鍵字，並為您的廣告設定受眾。當買家在搜尋商品時，就更有可能按下
您的廣告。

4. 廣告設定完成後，多久可以看到廣告呢?
您可設定特定期間開跑，也可當天開始，即不限日期。
如果您不限日期，完成設定後廣告即會啟動，一直到您的預算或額度用完為止。

5. 單次點擊成本是怎麼計算的呢?
您的點擊出價是代表您願意支付的最高金額。系統會計算您出現在廣告版位最低所需的金額。
實際的點擊成本通常會等於或低於您的點擊出價。



常見問與答

6. 我可以知道我的廣告成效嗎?
你可以透過關鍵字廣告系統頁面查看，檢視你的廣告瀏覽數、點擊率和訂單數等資料。
建議您至少每天檢視一次廣告成效。如果廣告成效不符合您的預期，您可以適時優化廣告並更頻繁的
檢視成效。

7.如何我的關鍵字廣告被同一個用戶重覆點擊怎麼辦？
系統有防範的偵測機制，當同個用戶重覆點擊廣告，系統會偵測為無效點擊，將不計廣告花費！

8. 購買廣告額度後，是否可退款?
當廣告額度購買成功後，將無法做取消或是退費的動作喔。還請賣家多多留意。
相關廣告政策您可參考連結說明：http://www.ruten.com.tw/system/server_center.htm?000600040025

9. 廣告購買後，誤將商品下架該如何恢復播放?
當商品下架時(商品售完、賣家自行下架、未設定自動重新刊登而下架、露天下架)，
廣告將隨之結束，你的廣告額度也不會再被扣除。
如欲再次啟動廣告，待商品重新上架後，即可再次設定廣告。



常見問與答-設定廣告受眾

1. 設定廣告受眾有什麼優勢？
將關鍵字廣告進一步設定廣告受眾，針對你商品有高度購買意願的買家讓排序往前強力曝光，增
加成交機會。

2.可以選擇哪些廣告受眾對象來進行設定呢？
目前提供三種加權受眾對象可供設定：
(1)既有客戶
(2)潛力客戶
(3)自定義受眾人群

3.我可以隨時使用廣告受眾的功能嗎？
當廣告在自行操作的模式下，你可以隨時啟用或關閉廣告受眾的功能。

4.若商品已開啟廣告機器人服務，還能設定廣告受眾嗎？
不行唷！目前僅提供自行操作的模式可設定廣告受眾喔！

5.我可以同時選擇三種類型的廣告受眾嗎？
可以的！同個商品可以同時設定三種受眾方式，增加更多曝光。



6.決定加權出價後還可以修改增加出價嗎？
可以的！你可以隨時調整你的廣告加權%，以保持商品曝光最佳化。

7.商品加權出價後，多久會生效呢？
系統將在2個小時以內生效，若您的商品為全新上架商品，系統需一段時間為您分析受眾資料，最晚於
隔天生效。

8.可以一次將多個商品設定受眾嗎？
可以的！您可以勾選加權狀態為未設定且進行中商品，點選批次新增加權受眾，輕鬆完成受眾設定。

9.為何我無法輸入廣告受眾的加權%？
請先將該受眾類型點選啟用鍵，即可輸入加權%嘍！

常見問與答-設定廣告受眾



常見問與答-關於廣告機器人

1. 一個代操群組可以加入幾個廣告商品呢?
最多可以加入50個廣告商品。

2.一個廣告商品可以加入幾個代操群組呢?
一個廣告商品僅能加入一個代操群組唷！
如欲將商品移至別的群組，需先移出原本所屬的群組喔！

3.代操群組建立後，我可以再調整群組的設定嗎?
可以的！當群組尚未啟動或是進行代操時，你可以調整群組名稱、走期、預算等。
如果該群組已停止代操，僅能查看該群組的廣告成效，無法調整喔！

4.代操群組建立後，可再新增群組內的廣告商品嗎?
可以的！當群組尚未啟動或是進行代操時，都可以新增廣告商品！
如果該群組已停止代操，僅能查看該群組的廣告成效，無法調整喔！

5.廣告商品可以改為自行操作嗎?
可以的！將您的廣告商品移出代操群組即可！



常見問與答-關於廣告機器人

6.完成廣告機器人設定後，多久可以看到廣告呢?
您可設定特定期間開跑，也可當天開始，即不限日期。
如果您不限日期，完成設定後最快15分鐘內啟動代操服務。

7.當廣告商品交給廣告機器人時，我可以調整廣告商品的關鍵字和出價麼?
為使廣告機器人廣告投放最佳化，投放期間無法自行調整廣告商品內容。
如欲調整，需將廣告商品移出代操群組喔！

8.如果我有代操群組正在進行，但帳戶內額度用完了，機器人會停止代操嗎?
不會唷！額度用完時，代操狀態仍會顯示為啟動，但您的廣告商品將無法曝光，請您
確保帳戶內有足夠的額度！

9. 我可以知道我的廣告商品的代操成效嗎?
你可以至關鍵字廣告「廣告機器人列表」查看，檢視廣告瀏覽數、點擊率和訂單數等
資料，隨時掌握代操成效！



附錄



比對方式

廣泛比對：
當買家搜尋的字詞與你所設定的關鍵字部份相符，就會出現你的廣告。

完全比對：
只有買家搜尋關鍵字完全相符時，才會出現你的廣告。

關鍵字 比對方式
「會」帶出廣告的

搜尋關鍵字

飛行外套

廣泛比對

外套
飛行外套

飛行外套黑色
飛行款外套

完全比對 飛行外套

您可設定每一個關鍵字的比對方式，系統預設為「廣泛比對」。

(範例)

如果短期內想獲得大量曝光，
可使用「廣泛比對」，增加
被買家搜尋到的可能性喔！



廣告排名

廣告排名取決於你的 廣告品質分數 和 每次點擊出價
可能有其他賣家與您一樣，購買相同的關鍵字廣告，且出現在相同的搜尋結果頁面，
而系統會根據這兩項要素計算出你的廣告排名！

廣告排名
廣告

品質分數
每次點擊
出價

廣告在搜尋結果頁與
分類列表頁上顯示的
順序。

你設定的關鍵字與商品的
相關度以及點擊率皆是影
響廣告品質的重要指標。
品質分數越高，越能拿下
較佳的曝光位置。

代表您願意為每次廣告
點擊支付的最高金額。
出價越高，越能拿下較
佳的曝光位置。

廣告排名越高，代表買家更有可能看到您的廣告。



透過關鍵字廣告

讓你的商品

更容易被看見
每個訪客都代表一張

可能的訂單
當流量/人潮越多

成交機率越大



關鍵字廣告
趕快來使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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